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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国民经济与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,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建设进度的不断推进,道路桥梁行业也得
到了快速发展。道路桥梁项目建设作为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,对城市整体建设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
用。在进行道路桥梁建设施工之前首先应对工程的建设与施工进行设计,而应用 BIM 技术能够使道路
桥梁工程的设计得到有效优化。因此,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以及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经验情况下,首先
对 BIM 技术科学内涵及其应用优势的分析,然后探讨了 BIM 技术在道路桥梁设计过程中的实际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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